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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稀土矿业的发展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带来影响。为研究江西赣南稀土矿产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采用 SPOT1 /2 /5、Landsat7 和 ALOS 等多源遥感数据，对该区域 2000—2010 年稀土矿开发进行遥感动态监测。采用面向

对象的方法对研究区进行生态系统分类，同时结合回溯法可较好地减少伪变化，并可快速地提取稀土矿开采区的变化信息。通

过分析发现赣南稀土矿开采集中分布在几个主要的乡镇，从 2000 年至 2010 年这 10 年间整体上呈增加的趋势，但前 5 年主要

体现为扩张，后 5 年复垦的力度在加强。新增的稀土矿矿区在开发过程中破坏的生态系统类型主要为林地，而废弃稀土矿区通

过治理后主要恢复成耕地。稀土矿开采对植被覆盖、生物量、土地退化以及景观的破碎化都有一定的影响。同时稀土矿开采可

能引发水体流失、山体滑坡等环境问题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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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environmental dynamic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of rare earth mining area
in Southern Ganzhou Using Remote S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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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development of the rare earth mining industry has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regional
economies，such benefits have also caused sever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order to create land cover maps and thereby
monitoring the changes in eco-environmental impacts caused by rare earth mine exploitation in southern Ganzhou，China，

during 2000—2010，object-oriented classification was conducted using SPOT1 /2 /5，Landsat7，and ALOS satellite images．
A retrospective approach was also used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false change information and thus efficiently extract the
change information in this region． The total rare earth mining area increased from approximately 36． 02 km2 in 2000 to 49．
58 km2 in 2010．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are earth mining area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towns of Ling Bei，Zu
Dong，and Guimei Shan． During 2000—2005，the rare earth mining area expanded rapidly before slowing in 2005—2010
due to implementation of a reclamation program． The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most newly expanded rare earth mine areas
were converted from forests，whereas the major reclaimed areas were farml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rare earth mining is
shown to cause sever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cluding vegetation destruction，biomass change，land degradation，and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in addition to potential risks such as soil erosion and landsl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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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矿产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在机械制造、石油化工、农林牧业、航天航空及军工技术等方面都

有较为广泛的用途。由于对稀土资源需求量的不断增加，致使稀土矿区开采规模扩大，一些不法商人为牟取

暴利，超出矿权范围开采稀土矿。而不当的开采方式，将会导致稀土矿矿区出现水污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

等众多的环境问题
［1］。这些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矿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还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传统的矿山环境监测一般是采取国土资源动态巡查的方式发现问

题，由于稀土矿区开采比较零散，占地面积大，如果要对矿区开发及其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全面调查，传统方法

的时效性差、周期长、效率低
［2］。随着卫星对地观测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的不断出现，

遥感技术已成为研究生态环境最有利的手段之一。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在矿区生态环境

调查与评估中做了大量工作。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国外开始利用遥感技术对矿产资源开采状况进行监测;

1999 年以来，我国国土资源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2002—2003 年国家航空物探遥感中

心对江西崇义地区矿产资源的开发状况进行遥感监测研究。利用遥感技术对矿区进行遥感监测，不仅可以定

性分析其开采状况，也可以定量分析其开采区的面积和范围等相关问题。C． A． Legg 利用遥感技术定性分析

了地表采矿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和矿区土地复垦，并实现了采矿区和土地复垦范围的定量分析
［3］。同时，遥感

技术与其他的数据、方法结合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刘元慧等人采用统计的环境监测数据和遥感数据，并以数

理统计方法和地理信息技术为支撑，对兖州矿区的生态安全进行监测分析
［4］，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随着高光

谱、高空间分辨率的遥感卫星的出现，遥感技术被逐渐用于监测矿区水体及植被的污染状况。雷国静等人采

用 QuickBird 数据对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周围植被长势进行了调查，并对矿区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缓解

的方式和建议
［5］。遥感技术以其独特的优势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矿区生态环境监测中。

以江西省定南县、龙南县、全南县、信丰县以及安远县赣南五县稀土矿开发区为研究区域，利用遥感技术

分别对 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 3 个时期的稀土矿开发状况进行监测，并对 2000—2010 年稀土矿开发区的

生态质量进行分析。监测结果有助于更加快速、准确地了解矿山开采状况和矿山环境信息，为相关部门制定

矿产资源规划，保持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维护矿业秩序及综合整治矿区环境等提供技术支撑及决

策依据。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源

江西赣南是我国离子型稀土矿的主要生产基地。本研究以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龙南县、全南县、信丰县

以及安远县赣南 5 县为研究区域。研究区位于江西省赣州最南端，总面积 9732． 86km2。该研究区域矿产资

源丰富，富含稀土矿、钨矿等矿产资源，是 2011 年江西省赣州市首批离子型稀土矿国家规划县之中的 5 个。

研究区中稀土矿开采主要采用露天开采的方式，对地表植被破坏较为严重，为了使稀土矿开发状况调查

更为精确与全面，应当选取质量较好的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综合考虑研究目的、成本以及对信息的需求

量，2000 年选用 SPOT1 /2 /4 全色影像和 Landsat 7 数据，2005 年选用 spot5 多光谱影像，2010 年选用 ALOS 全

色和多光谱影像。由于研究区范围较大，针对有些年份数据缺失的问题，则选取与该年份相近的质量较好的

数据作为补充。共涉及 ALOS 数据 18 景，主要为 2010 年 11 月的数据;SPOT5 数据 10 景，主要为 2005 年 10

月的数据;SPOT1 /2 /4 数据 6 景，主要为 2001 年 11 月的数据;Landsat7 数据 4 景，主要为 2001 年 11 月的数

据。对于南方多云雨地区，获取高质量的光学遥感影像比较困难，同时为了便于变化检测研究，数据季相应该

尽量接近，因此本文中的数据时相集中于数据质量较好的 10—11 月份。同时还收集了研究区域内的行政边

界、DEM 和生物量等相关的基础辅助数据。
2 研究方法

2． 1 遥感数据预处理

在实际的遥感数据分析和信息提取之前，需要对遥感数据进行正射校正、融合、镶嵌、裁剪等一系列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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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对于 1B2 级别(经过系统辐射与几何校正的产品，提供地理编码和地理参考数据两种选择)的 ALOS
数据采用有理函数模型进行正射校正，误差控制在一个像元以内。针对 SPOT 系列的数据，则采用物理成像

模型，误差控制在一个像元以内。通过对 ALOS 数据分别采用 BROVERY、HIS、PCA 变化、PANSHARP 等不同

的融合方法进行实验，发现采用 PANSHARP 变换进行融合后的影像的颜色保持最好，最接近自然色，且图像

纹理清晰。因此采用 PANSHARP 算法对 ALOS 数据进行融合。同时，SPOT1 /2 数据与 ETM 数据之间的融合

通过类似的实验进行对比分析，最终也采用 PANSHARP 方法进行融合。通过对比 ETM + 数据不同的波段组

合分别与 SPOT1 /2 /4 全色数据的融合效果，发现 ETM + 数据的蓝、绿、红、近红外这 4 个波段与 SPOT1 /2 /4 全

色数据的融合效果最佳。
2． 2 信息提取

根据研究目的，将生态系统类别分为森林、草地、农田、湿地、裸地、建设用地以及稀土矿开采区等七大类

别。对于高分辨率影像来说，由于地物类别内部的光谱响应变异增大，传统的基于像元的遥感影像分类方法

已不适合高分遥感影像分类，因此研究中主要采用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是对影像进行

分割，将具有相同的光谱信息和空间特征的同质像元归并成大小不同的影像对象的过程。该方法能够充分挖

掘影像自身的光谱信息，空间特征以及上下文关系，在不增加额外辅助信息的情况下增加分类的依据，使分类

结果与地物的实际情况更加吻合。对于多时相遥感影像变化信息提取，如果对多期影像先单独分类然后再进

行变化信息提取，则会出现大量的伪变化信息，本文采用回溯方法来进行研究区多时相地表覆盖变化信息提

取，该方法有效减少了伪变化，提高了精度，同时可以快速地检测出地物不同时相之间的变化信息。
2． 2． 1 稀土矿开采区遥感影像特征

赣南稀土矿有池浸法、堆浸法和原地浸矿法 3 种开采方式，各开采方式在遥感影像上特点也不一样
［6］。

池浸法和堆浸法这两种方法其实质都是“搬山运动”，因而在影像上呈大片的地表裸露区，同时还有长方形或圆

形的浸矿池和沉淀池(图 1)。而原地浸矿法不动土方，直接在山顶或山坡上挖注液井，对山体结构破坏相对于池

浸法和堆浸法要小，因此在遥感影像上表现为沿着山坡呈明暗相间的密集带状区域，同时周边有圆形或长方形

的高位池和沉淀池(图 1)。同时赣南稀土矿开采区都是位于山区，周边基本上都是大片的林地，较易区分。

图 1 稀土矿开采区 ALOS 遥感影像

Fig． 1 ALOS image of rare earth mining areas

2． 2． 2 稀土矿开采区生态系统遥感信息提取

对于多时相遥感影像动态信息提取，主要采用回溯法来实现。即首先对某一时相的影像进行面向对象的

目标信息提取，然后以此结果为基础和限制条件，提取其他时相的目标信息。由于 2010 年的遥感影像数据空

间分辨率达到 2． 5m，能够较为清楚的识别矿区等地物，因此首先对 2010 年的遥感影像采用面向对象的分类

方法，结合纹理特征，光谱信息、高程信息、形状信息等特征建立分类规则，得到相关的分类图(图 2)，并利用

野外调查数据以提高分类精度。在此基础上，实施对 2000 年和 2005 年遥感图像的分类和信息提取。在此过

程中，图像分割是关键，即无论分割尺度的大小，必须保证其他时相影像的多个分割对象的边界和与 2010 年

各地物类别的边界吻合，如此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由于边界问题带来的伪变化，从而提高分类精度。对

8761 生 态 学 报 36 卷



http: / /www． ecologica． cn

于稀土矿开采，新增稀土矿开采区通常所占用的地物类别为林地，较少数占用耕地，因此若以 2010 年稀土矿

开采区为限制条件，则对于 2005 年或 2000 年的影像上的地物来说就相对简单得多，主要包含的地物类别为

稀土矿开采区、林地和耕地;对于废弃稀土矿区的复垦，通常是恢复成耕地，较少数部分恢复成林地，因此以

2010 年的耕地或林地为限制条件，在 2005 年或 2000 年的影像上提取废弃稀土矿区则容易得多。从而可快

速地检测出地物不同时相之间的变化信息，得到 2000—2005 年、2005—2010 年稀土矿开采区的生态系统类

别变化结果图(图 3)。最后便可得到 2000 年、2005 年的分类图(图 2)。

图 2 赣南稀土矿区生态系统分类结果图

Fig． 2 Classification result of rare earth mining area in the south of Ganzhou，Jiangxi Province

图 3 赣南稀土矿区分布图及矿区变化图

Fig． 3 Distribution maps and change detection results of rare earth mining area in the south of Ganzhou，Jiangxi Province

为验证分类结果及变化信息的可靠性，需对结果进行精度验证。由于 2000 年、2005 年的分类结果以及

变化信息均是在 2010 年分类图的基础上利用回溯法得到的，因此验证 2010 年分类结果的精度即可推断其他

的结果的可靠性。主要采用野外验证的方法，并结合 QUICKBIRD 卫星影像对 2010 年分类结果进行精度评

价。分别对每类随机选取了 50 个点进行验证，共 350 个点。对于野外无法到达的点，则参考 QUICKBIRD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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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影像。野外验证点总共有 230 个点，其中稀土矿区有 22 个点，通过 QUICKBIRD 卫星遥感影像验证的点有

120 个。最后通过混淆矩阵(表 1)计算得到精度评价结果，其总体精度高达 90%，稀土矿区的精度达 95% 以

上，满足后续的分析需求。
2． 3 矿区生态质量评价

稀土矿开采分布零散，使得地表景观变得破碎，同时对地表植被破坏严重，使得土地退化。因此综合考虑

到稀土矿开采对周边生态系统的破坏特点，并参考区域生态质量评价有关的文献
［7-9］，同时遵守指标选取中

的可操作性原则，研究中选取了稀土矿区占用比、植被覆盖指数、区域生物量、土壤侵蚀强度以及景观破碎度

五个指标来反映赣南稀土矿区的生态质量状况。

表 1 2010 年分类结果精度评价混淆矩阵

Table 1 Confusion matrix of classification result precision assessment in 2010

类名

Name
工矿

Mine
城镇

City
耕地

Farmland
裸地

Bareland
林地

Forest
草地

Grassland
水域

Water
生产者精度

Producer accuracy
用户精度

User accuracy

工矿 Mine 48 0 1 0 0 0 1 100% 96． 00%

城镇 City 0 45 2 0 1 0 2 100% 90． 00%

耕地 Farmland 0 0 46 0 4 0 0 83． 64% 92． 00%

裸地 Bareland 0 0 2 1 0 1 1 100% 96． 00%

林地 Forest 0 0 3 2 45 2 0 77． 59% 90． 00%

草地 Grassland 0 0 1 43 6 43 0 93． 48% 86． 00%

水域 Water 0 0 0 0 1 0 49 92． 45% 98． 00%

总体精度 All accuracy /% 91． 71

Kappa 0． 9033

2． 3． 1 评价因子

(1)稀土矿区占用比

稀土矿区占用比例是指稀土矿开采对森林、草地、湿地、农田等生态系统的挖损面积占被评价区域总面积

的百分比，用来反映稀土矿开发对其他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影响。
(2)植被覆盖指数

植被覆盖指数是反映研究区域植被覆盖程度的指标之一，其计算方法较多，有利用植被归一化指数

(NDVI)定量估算植被覆盖度
［10］，也有利用生态系统类型分类结果进行估算的

［7］。本研究中植被覆盖指数主

要参考《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进行估算，其计算公式为:

植被覆盖指数 = (0． 38 × 林地 + 0． 34 × 草地 + 0． 19 × 耕地 + 0． 07 × 建设用地 + 0． 02 × 裸地) /区域面积

(1)

稀土矿开采区的植被覆盖情况基本上与裸地相近，因此在计算过程中将稀土矿开采区视为裸地。
(3)区域生态系统生物量

研究中采用单位面积生物量指标来反映区域生态系统的生物量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RB =
∑
m

j = 1
∑

n

i = 1
(RBDij × Sp)

S (2)

式中，RB 指区域单位面积生物量; j 为区域生态系统类型，包括森林、草地、湿地这三类生态系统; RBDij 是 j 类

生态系统 i 像元的相对生物量密度; S 是评价区域总面积。其中相对生物量密度的数据由全国生态环境十年

(2000—2010 年)变化遥感调查与评估专项组提供。
(4)土壤侵蚀强度

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植被覆盖度和土壤侵蚀度呈反比关系，《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中是将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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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度与坡度结合起来计算土壤侵蚀强度的
［11］。本研究中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并结合本地的实

际情况以及相关资料，将土壤侵蚀强度分为 3 级:微度、中度、重度。同时考虑到生态系统类型，对于林地、草
地、农田、裸地、工矿区等类型采用植被覆盖度与坡度两个因子来判别土壤侵蚀强度等级，具体见《土壤侵蚀

分类分级标准》;而对于其他的生态系统类型(水域、建设用地等)均确定为无明显侵蚀区，即微度侵蚀强度。
为了定量评价研究区域的土壤侵蚀强度，其土壤侵蚀强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7］:

SE =
0． 05Ssl + 0． 25Smo + 0． 7Shig

Sall
(3)

式中，Ssl是轻度侵蚀的面积，Smo是中度侵蚀的面积，Shig是重度侵蚀的面积，SE 是指研究区域的土壤侵蚀指数。
(5)景观破碎度

景观破碎度是指景观因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干扰而被分割的破碎程度。景观破碎化使得斑块面积不断缩

小，将直接影响到生物的多样性。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活动对景观影响的强烈程度
［12］。该指标有不同的具体

计算方法
［13-16］，本研究中采用单位面积中各种斑块的总数作为景观破碎度的判别指标

［16］:

C = ∑ni

A (4)

式中，C 表示景观的破碎度，∑ni 是景观中所有景观类型斑块的总个数，A 为景观的总面积。

2． 3． 2 数学模型

通过对研究区域的评价指标进行加权来构建的稀土矿区的生态质量综合评价，从而反映矿区的生态质量

状况。其计算模型为:

REMEQI = ∑
n

i
ωi

100
(Ai)

( )
max

(5)

式中，REMEQI 为稀土矿区生态质量指数，ωi 各评价因子相应的权重，Ai 各生态质量评价指标值，(Ai)max 是

指评价因子中最大的值，
100

(Ai)max
表示是对各评价因子归一化处理，值的范围为［0，100］。其中 ωi 是根据项目

研究中各指数的相对重要程度构建相应的判断矩阵，利用层次分析法软件进行计算得到的。稀土矿区占用

比、植被覆盖指数、区域生物量、土壤侵蚀强度和景观破碎度这五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分别为 0． 2、0． 21、0． 28、
0． 12、0． 19。

图 4 2010 年赣南稀土矿开采区面积饼图

Fig． 4 Area pie chart of rare earth mining areas in 2010

3 结果与分析

3． 1 赣南稀土矿开发现状

稀土矿开发区现状，主要是对稀土矿区分布、数量

及面积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对 2010 年稀土矿开采

区分布图进行面积统计，可得到赣南各个县稀土开采区

的面积(图 4)。赣南稀土矿属于离子吸附型稀土矿，早

期主要采用池浸法和堆浸法的开采方式，随着环保意识

的加强，在 2006 年后，基本上采用原地浸矿的开采方

式。从稀土矿区分布图可以看出，赣南稀土矿开采规模

较小，呈遍地开花的分布模式，但相对集中在几个主要

的乡镇，如定南县岭北镇、龙南县足洞、岿美山、全南县

陂头镇、大吉山镇、安远县新龙乡、蔡坊乡以及信丰县龙

舌乡等地区。2010 年稀土矿开采区面积为49． 58km2，其中定南县开采面积最大，占总稀土矿区面积的 39% ;

其次是信丰县，占总稀土矿区面积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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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稀土矿开发 10 年变化

稀土矿开发 10 年变化则重点分析新增稀土矿区和废弃稀土矿区复垦情况，分析新增稀土矿开发区的分

布、面积和所占用的生态系统类型以及已恢复成植被的废弃稀土矿区的分布、面积和类型。
3． 2． 1 稀土矿开采对生态系统类型的破坏

稀土矿开发对周边生态系统类型的破坏主要是在开发过程中因挖损、压占而引起的。不同的开采方式对

周边的生态系统类型的破坏形式也不一样。池浸法开采方式对周边生态系统类型的破坏特点是挖损和压占，

堆浸法开采方式对其破坏特点是以挖损为主。这两种开采方式对地表植被破坏均比较严重(图 5)，属于物理

方式的破坏。而原地浸矿法对地表植被破坏较小，既不是挖损也不是压占，由灌注的化学药剂使得植被根系

萎缩，丧失保持水土的能力(图 5)，属于化学方式的破坏。

图 5 稀土矿开采对植被的破坏

Fig． 5 Vegetation destruction by rare earth exploitation

图 6 展示了赣南各县扩张的面积情况以及扩张所占用的生态系统类型情况。综合分析矿区变化图( 图

3)和面积统计图，可得到以下结论:

图 6 稀土矿扩张及扩张所占用生态类型面积图

Fig． 6 area map of expansion and different land covers occupied by expansion of rare earth mining areas

(1) 2000—2005 年新增的稀土矿矿区开采面积为 22． 75km2，其中定南县和信丰县稀土矿区扩张面积较

大;从 2005 年至 2010 年新增的稀土矿矿区开采面积为 18． 60km2，定南县、安远县和全南县稀土矿区扩张面

积相对较大。从 2000—2010 年矿区扩张主要分布在定南县。
(2) 2000—2010 年新增的稀土矿开发而破坏的生态系统类型主要为林地，其中 2000—2005 年占用的林

地面积达到 18． 25 km2，2005—2010 年面积为 17． 33km2。
(3)图 5 是野外考察矿区时拍摄的照片，左图中展示了堆浸法 /池浸法开采后的矿区需进行水土流失防

护，而右图中则展示了原地浸矿法开采使得矿区及周边位置的植被枯萎，土壤沙化，有山体滑坡的风险。因

此，结合野外调查，可知道稀土矿开采区存在水土流失、山体滑坡等潜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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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废弃稀土矿区生态恢复情况

图 7 展示的是稀土矿的变化及生态恢复情况。综合分析矿区变化图( 图 3) 和面积统计图，可得到以下

结论:

图 7 稀土矿变化及生态恢复面积图

Fig． 7 Area change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rea histogram of rare earth mining area

2000—2005 年赣南地区恢复的废弃稀土矿区面积为 10． 24 km2，2005—2010 年达到 17． 55km2。其中定

南县和信丰县在后 5 年复垦面积相对前 5 年较大，而龙南县、全南县以及安远县则在前 5 年复垦面积相对较

大，后 5 年几乎没有复垦。后五年总复垦面积相对于前五年明显增加，且其复垦面积与新增的稀土矿区面积

相当，说明在此期间针对废弃稀土矿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加强，治理效果比较理想。特别是，信丰县废弃稀土

矿区复垦面积达 12． 50km2，占赣南稀土矿废弃矿区总复垦面积的 71% 左右。这些复垦工作将有效地控制水

土流失，山体滑坡等，从而使得生态环境日趋良性循环，将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 3 赣南稀土矿区生态质量评价

3． 3． 1 生态质量状况

图 8 是根据矿区生态质量的评价因子的定义及公式计算得到的，展示了各个评价因子从 2000—2010 年

图 8 2000—2010 年赣南稀土矿区生态质量评价指标变化图

Fig． 8 Changes of ecological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es in rare
earth mining area from 2000 to 2010

的变化情况以及相互之间的变化关系，从而反映了矿区

的生态质量状况。稀土矿区占用比例从 2000—2010 年

一直呈增长的趋势，其中 2000—2005 年增长较快，而

2005—2010 年增长较缓。根据前面分析知道，这是由

于在 2005—2010 年复垦力度加大，其复垦面积与新增

稀土矿区面积相当，从而导致稀土矿区面积变化不大。
而植被覆盖指数的变化趋势与之相反，从 2000—2010
年植被覆盖指数降低，说明 2000—2010 年植被覆盖情

况变差。而稀土矿开采，尤其是类似“搬山运动”的池

浸法和堆浸法的开采方式对地表植被的破坏严重，甚至

会改变景观地貌。从 2000—2010 年单位面积的生物量

减少，景观破碎度增大，这说明受自然或人类活动的干

扰较强，而在赣南稀土矿区内，稀土矿开采活动较为强

烈，因此除了城镇的发展带来的影响之外，稀土矿开采

对其的影响也不可忽略。土壤侵蚀度在这 10 年内，2005 年侵蚀最为强烈，这与 2000—2005 年稀土矿新增面

积比 2005—2010 年新增面积大的变化是一致的。综合以上分析，稀土矿开采对植被覆盖、生物量、土地退化

以及景观破碎化都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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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00、2005 和 2010 年稀土矿区生态质量指数图

Fig． 9 REMEQI map in 2000，2005 and 2010

3． 3． 2 区域生态质量综合分析

对 2000—2010 年稀土矿开发区的生态质量进行动态的综合分析，可从整体上监测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研究区的生态质量变化状况，从而得到稀土矿开采对

周边的生态质量影响情况。图 9 是 2000、2005 和 2010
年稀土矿开发区生态质量指数曲线图，是根据上述的数

学模型(公式(5))计算后绘制而成的。
对比分析 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赣南稀土矿区

的生态质量，发现 2000 年的生态质量最好，2005 年的

生态质量最差，而在 2010 年，其生态质量相对 2005 年

变好。其变化情况符合 2000—2005 年主要体现为稀土

矿扩张，2005—2010 年主要体现为稀土矿复垦的情况，这说明了稀土矿开采对周边区域的生态质量具有负面

影响。从 2005—2010 年生态质量变好的幅度虽然不大，但至少说明了赣南地区相关的部门进行的稀土矿区

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4 结论

采用了 SPOT 1 /2 /5、ALOS、Landsat7 等多源遥感影像，对江西省定南县、龙南县、全南县、安远县以及信丰

县等赣南 5 县的稀土矿开发区的生态环境进行遥感监测和评估，结论如下:

(1) 2． 5m 分辨率的遥感影像能较为清楚地反映稀土矿开采情况。在进行生态系统分类等遥感信息及变

化信心提取时，可采用基于面向对象的回溯法能够快速地提取变化信息，同时能够较好地减少伪变化，提高变

化信息提取精度，从而取得较高的分类精度。
(2) 赣南稀土矿区比较分散，规模较小。从 2000—2010 年矿区面积总体呈增大趋势，而不同时期其变化

情况不同。从 2000—2005 年矿区主要呈扩张态势，2005—2010 年扩张面积与复垦面积相当。在此期间政府

部门加大稀土矿开发区的复垦力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遥感信息分析认为，复垦区主要位于信丰县。
(3) 通过遥感信息分析发现，稀土矿开采对周边生态系统类型的破坏主要为林地，同时结合野外调查，认

为稀土矿开采后若不进行及时的治理与复垦将引发水土流失、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4) 稀土矿开采对周边的植被覆盖、生物量、土地退化以及景观破碎化均有一定影响，生态质量从

2000—2005 年变差，但是在 2010 年有好转，说明赣南地区相关部门对稀土矿区的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
(5) 从遥感信息看，信丰县废弃稀土矿区复垦效果明显，其他离子型稀土矿区可借鉴信丰县的治理方式。

可按照“谁投入、谁开发、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鼓励企业、单位和个人以种植果树等生态化方式开发治理

废弃稀土矿区及稀土尾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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